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7年 1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印 
「人事服務電子報」（簡稱人事 e報），內容涵蓋、教職員喜訊、每月知新、法令宣導、

人事動態、環保節能、生活知識、各類活動訊息等。各單位如有須同仁瞭解事項，都可透過

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參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

來信提供及指教。（來信信箱：personel@nfu.edu.tw） 
 

壹、 教職員喜訊 

恭喜本校學務處黃光瑞組員、教務處林攸靜辦事員員參加 106 年度委任公務

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考試及格。 

貳、 每月新知 

一、 國立中興大學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於 107 年 3 月 3、4 日辦理 107 年中興盃

羽球團體賽，歡迎本校教職員工踴躍組團報名參賽，賽事官網及報名網址：

94isport.com。 

二、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107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宣導品-日

曆卡之電子檔，業置於該會全球資訊網「歲時祭儀專區」（網址：

http://www.apc.gov.tw），歡迎同仁下載取用，請查照。。(106 年 12 月 2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60014596號書函辦理) 

三、 有關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新編「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18期，電子檔已上傳於該

局網站，歡迎同仁參考運用，請查照。(107 年 1 月 8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0065號書函辦理) 

四、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07 年 1 至 2 月專屬活動訊息，請查照

轉知參考利用。(107年 1月 12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0106號書函辦理) 

五、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訊

息，請查照轉知參考利用。(107年 1月 16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0551號書

函辦理) 

六、 澎湖縣政府與業者共同推出「澎湖優鮮認證水產品團購方案」，敬請參考利

用。(相關訊息請參閱人事室網頁公告) 

 

參、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修正條文業經本校 106 年 12 月 10 日 106 學年

度第 2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107 年 2 月 1 日)起實

施，預計 107 年 8 月升等生效教師應適用新法規規定。(106 年 01 月 10 日虎

科大人字第 1072300027 號書函) 

二、本校「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條文業經本校 106 年 12 月 10 日 106 學

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自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107 年 2 月 1 日)

起實施，預計 107 年 8 月升等生效教師應適用新法規規定。(106 年 01 月 10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2300026 號書函) 

三、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案經 106 年 11 月 07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

議審議通過。(106 年 12 月 27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62300750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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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統 106 年 12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155871 號令公布修正勞動基準法

第 61 條條文。 

肆、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新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系主任 蔡定侃 107.02.01  

新任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蔣俊岳 107.02.01  

新任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陳政宏 107.02.01  

新任 藝術中心 中心主任 林俊男 107.02.01  

新任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

組 
組長 林中彥 107.02.01  

卸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系主任 蔡丕椿 107.02.01  

卸任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沈翠蓮 107.02.01  

卸任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楊東昇 107.02.01  

卸任 藝術中心 中心主任 王文瑛 107.02.01  

卸任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

組 
組長 江卓培 107.02.01  

陞任 電算中心網路組 副工程師 范雅婷 107.01.01 
原電算中心網路組技術

專員 

平調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行政專員 鄭雅惠 107.01.08 
原總務處營繕組技術專

員 

到職 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 副工程師 蕭逸騏 106.12.27   

到職 學生事務處 助理員 王梓薇 107.01.01   

到職 主計室第一組 助理員 劉麗玉 107.01.01   

到職 總務處出納組 助理員 林佩君 107.01.08 職務代理人 

到職 文理學院生物科技系 助理員 蔡佑晨 107.01.15   

到職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專案助理 施宣蔚 107.01.01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USR)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鄭元東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柯雅羚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專案助理 邱鈴驊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備辦公室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陳志名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陳依佳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林蘇珊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王麗茵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江佩蓉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王儀婷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張芳瑜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張芳瑜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黃資雅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廖若殷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廖萍萍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陳婷昀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曾榮淙 107.01.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蘇郁婷 107.01.10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籌

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陳雅君 107.01.10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工程學院 研究組員 黃淑君 107.01.01  

到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副管

理師 
邱新益 107.01.01  

到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發中心 

研究副工

程師 
林士湘 107.01.02  

到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副管 王錫恩 107.01.04  



理師 

到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組員 張育壬 107.01.05  

到職 財務金融系 研究組員 呂孟珊 107.01.08  

到職 
財務金融系 

研究佐理

員 
陳姷薽 107.01.08  

到職 電算中心 研究組員 莊易蓉 107.01.10  

離職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專案助理 邱鈴驊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林蘇珊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王麗茵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黃資雅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廖萍萍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陳婷昀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專案助理 施宣蔚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主計室第一組 專案助理 吳媖媜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 

技術服務組 
專案經理 張秦味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助理 吳怡佩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沈賢進 107.01.01 典範科大計畫人員 

離職 藝術中心 專案助理 柯雅羚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電算中心 專案助理 陳志名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學生事務處 專案助理 陳依佳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國際事務處 專案助理 江佩蓉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王儀婷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張芳瑜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廖若殷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教務處 專案助理 曾榮淙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主計室第一組 專案助理 劉麗玉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教學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林千姿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品質及系所評鑑

組 

專案助理 陳欽昭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發展及數位媒體

組 

專案助理 王昊晨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楊琇惠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教學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陳思芸 107.01.0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莊易蓉 107.01.01 創新自造教育計畫人員 

離職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張芳瑜 107.01.01 

智慧機械跨領域實務實

作人才培育計畫人員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邱新益 107.01.01 
智慧機械跨領域實務實

作人才培育計畫人員 

離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副工

程師 
陳嘉良 107.01.01  

離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工程

員 
李冠儀 107.01.01  

離職 生物科技系 
研究副管

理師 
陳怡君 107.01.01  

離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副管

理師 
張峻豪 107.01.01  

離職 管理學院 
研究副管

理師 
黃淑卿 107.01.01  

離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組員 鄒宜君 107.01.01  

離職 農檢中心 
研究副工

程師 
陳柏言 107.01.01  

離職 電算中心 DOC 研究組員 鐘子棋 107.01.01  

離職 電算中心 DOC 研究組員 李寓樺 107.01.01  

離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

發中心 

專任研究

員 
李學明 107.01.01  

離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

發中心 

借調法人/    
助理研究

員 
陳正豪 107.01.13  

離職 校務發展中心 
研究工程

師 
柯政宏 107.01.01 

105-106學年度科技校

院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

力計畫人員 



伍、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1. 無線網路密碼設得太簡單捷運員工無辜吃上官司 

A：據報載，鍾男向檢察官表示，自己在捷運公司任職，案發當天都在公司值班，直到下午

5 時 50分才下班，不可能在 7分鐘內趕到家中，可能是設定的 WIFI密碼太簡單，被人破解

才會利用該 IP下載，而自己使用雙頻路由器，曾被發現有 5個容易被攻擊的點，也可能遇

到駭客入侵。 

檢察官調查後認為，鍾男本身就有訂閱線上影片，有合法管道可以觀看電影，且提出的證據

並非無理由，根據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的無罪推定法則，予以鍾男不起訴處分。 

以上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記者吳昇儒報導 

 

    2. 文藝青年在部落格上轉貼英國浪漫時期古詩之中文翻譯，要注意什麼著作權問題？ 

A：翻譯英文古詩之中譯文，如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屬於「衍生著作」，獨立受著作權保護，

其保護期間之計算需以翻譯人為準。也就是說，縱然英文古詩（原著作）已因保護期間屆滿

（作者生存期間及其死後 50 年）而不受著作財產權保護，但因為要轉貼的是古詩的中譯

文，故轉貼前仍應先確認譯者資訊，如果中譯文尚在保護期間內，則除有合理使用之情形外，

應取得中譯文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利用。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1月刊 

 

    3. 著作權法修正公園晨操播音樂免授權 

A：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為近 20年來最大幅度的調整，智慧局表示，將積極推動立法

院三讀通過，以建立友善的數位經濟法制，提升數位時代下我國優質的著作權法制環境。 

修正重點包括： 

1.不論是一般電視台播送或是透過網路平台直播節目均屬於「公開播送」。 

2.新增「再公開傳達權」，例如營業場所透過網路及螢幕設備播放影片，須向權利人取得同

意或授權。 

3.調整表演人的權利，增訂賦予如 DVD等視聽物裡面的演員，可享有現行與灌錄 CD的歌手

有相等之權利。 

4.增訂學校遠距教學的合理使用。 

5.增訂圖書館等典藏機構得於適當要件限制下，提供讀者於館內線上瀏覽。 

6.經常性辦理的非營利活動僅須支付適當之使用報酬後即可利用，無須取得權利人的同意或

授權。 

7.針對民眾日常在公園跳舞等身心健康活動，如攜帶自己的設備播放音樂，特別增訂了不用

取得授權或付費即可使用，以符合民情需要。 

8.因年代久遠，著作財產權人不明，新增於審查期間，申請人繳交保證金後允許得先行利用

之規定，以縮短申請人等待主管機關核准的時間。 

9.考量現行部分侵害著作權規定有 6個月法定刑下限，可能導致情節輕微的案件面臨刑責過

重的失衡問題。本次修正後，刪除該下限規定。 



10.針對未經授權自國外輸入正版品後於國內銷售的行為，修正後不再以刑事責任規範；又

未經授權而散布正版品之行為宜循民事途徑解決，與散布盜版品之歸責性加以區隔外。 

 

以上資料來源今日新聞記者王鼎鈞報導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goo.gl/kkJPZV)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二、資安 

【針對電子郵件與網頁的內容，過濾潛藏的危機 】內容安全是上網防護的核心 

勒索軟體的散播管道，也包含電子郵件及網頁，企業需透過內容管理閘道設備，加以偵測與

管控在網路流量的過濾之後，企業針對上網的內容，也需要進一步的透視，減少員工經由收

發電子郵件、瀏覽網頁等情況下，遭到有心人士下手，發動勒索軟體攻擊的機會。 

雖然，現在新的次世代防火牆和 UTM設備，基本上也具備了檢視網路第 7 層的能力，然而，

這類產品仍以流量的初步過濾為主要功能，由於電子郵件是重要的溝通管道，郵件安全性便

成為建置防火牆設備之後，企業首要強化保護的目標。另外，由於上網也很有可能遇到內含

惡意軟體的網頁，因此網頁瀏覽的安全性，企業同樣要加以保護。 

文/周峻佑  

 

  

保護郵件安全是當務之急 

在公司裡面，員工未必能受允許瀏覽網頁，但幾乎都會使用電子郵件信箱。而對於這種類型

的防護措施中，我們這次徵詢相關資安廠商時，有許多國產品牌，都積極回覆產品如何回應

勒索軟體攻擊，當中包含了基點資訊、網擎資訊、中華數位，以及趨勢科技等。 

在這些品牌的郵件閘道設備裡面，針對勒索軟體威脅的進階偵測，我們看到基點資訊的

Secure Email Gateway，最為突出，在防毒引擎和垃圾信過濾之外，對於疑似 APT攻擊的惡

意軟體和釣魚網址，內建相關措施，包含網址的黑白名單比對，並與 CelloCloud 結合，運

用其中的威脅情資，以及沙箱進階掃描。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而對於進階威脅的偵測，中華數位在他們發展的 Spam SQR，則是能夠將郵件附檔，交由 McAfee 

Advanced Threat Defense 分析；而趨勢科技的 InterScan Messaging Security Virtual 

Appliance，能搭配同廠牌的 Deep Discovery Analyzer，共同運作。至於網擎資訊的

MailGates，目前尚未提供沙箱進階檢測機制，但已經著手規畫在 2018年第 1 季，推出可選

購的動態沙箱功能模組。 

在國產解決方案之外，還有像是 Forcepoint、Cisco，以及 Fortinet等外商，也提供電子

郵件內容檢測的產品。此外，訴求針對進階持續性攻擊，像是 AhnLab、Cisco、CloudCoffer 、

FireEye系列、Verint，以及趨勢科技的解決方案，同樣可對於電子郵件提供防護。 

針對郵件附檔清洗的新興機制 

在前述的郵件安全閘道中，由於主要的防護機制，多以垃圾信、掃描附件病毒的方式進行，

對於進階威脅的檢測，缺乏像是端點防護的行為分析機制，而是交由沙箱觸發，但許多駭客

透過環境偵測機制，迴避這種型態的檢查，勒索軟體一旦發現處於沙箱環境時，就不會發作。

因此，有廠商提供檔案消毒的技術，拆解電子郵件的附件，移除有問題的內容後，再將附件

提供給使用者。 

目前提供這樣產品的廠商並不多，Opswat與 Votiro兩者的解決方案，都有代理商引進，而

在檢測電子郵件內容的解決方案之外，也在不同的應用上推出保護措施，像是對於端點電腦

的外接式儲存裝置提供軟體，或是以 API等方式，消毒應用系統收到的檔案。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這樣的產品能處理的檔案，包含了常見的 Office文件、圖片、ZIP

壓縮檔案等，並非對於所有檔案類型都適用。而且，這種型態的郵件消毒閘道解決方案，仍

是訴求輔助郵件安全閘道的不足，不代表採用後，企業就能完全取代郵件安全閘道。 

維護網頁瀏覽安全之餘，也要能解讀使用者上網行為 

現在企業的電腦執行許多工作時，都要上網，因此，網頁瀏覽防護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不

過，這個領域的國產產品並不多，我們這次詢問到的廠商，僅有利基網路和趨勢科技推出相

關設備。 

在利基網路推出的網頁安全閘道設備 InstantCheck當中，而對於偵測進階惡意軟體的沙

箱，InstantCheck設備尚未提供相關措施，但廠商已規畫在 2018年 2月，推出 InstantTrace

雲端沙箱服務。 

相較於實體設備的 InstantCheck，趨勢科技的 Interscan Web Security Virtual 

Appliance，則適用於虛擬化環境部署。 

至於國外產品的部分，在我們徵詢勒索軟體防護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有 Citrix 、McAfee、

Forcepoint、Symantec，以及 F5等公司，表示能夠在網頁安全閘道的部分，提供防護。 

而且，除了透過沙箱提供進階分析機制外，也開始有廠商結合使用者行為分析（UEBA）機制，

進一步解讀上網行為。像是 Citrix的 NetScaler Secure Web Gateway ，能搭配使用者上

網行為分析系統，進階分析勒索軟體潛入的蹤跡；而若是想要針對使用者的上網行為加以分

析，採用 McAfee Web Gateway 的企業也可將網頁安全閘道，連結 McAfee的 SIEM 平臺

Enterprise Security Manger，取得相關威脅的預警資訊。 



 

 

以上資料來源 ithome(https://goo.gl/Nvx6Lh ) 

三、投稿 

女警眼花出包！76名性侵犯個資民眾看光光 

台南一名 36歲婦幼隊女警，因雙眼視差動刀治療，但術後改善情況不佳，且常感到頭暈眼

花，日前在承辦業務時，誤把性侵犯再犯危險公告名冊 PO上婦幼隊官網，導致 76名性侵犯

個資全都露。 

 

據《蘋果日報》報導，台南市警局婦幼隊 36歲女警動刀治療雙眼視差，但術後改善情況不

佳，且常感到頭暈眼花，日前在承辦「性侵高再犯危險人數公告」時，誤將整份名單 PO上

官網，讓 76名性侵犯個資外露，包括名字、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地址、再犯程度、

何時出監及目前所在處所等資訊全都露，連已經結案、低再犯風險者都被公布。 

  

對此疏失，市警局局長黃宗仁召開人評會祭出鐵腕，予以一大過處分，調離現職，另依洩密

罪嫌函送台南地檢複訊。 

 

來源出處：TVBS NEWS 

https://news.tvbs.com.tw/local/845999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